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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檢查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•  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 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
• 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•  AC �源供應器

•  USB 同步連接線

•  觸控筆

•  保護套

•  耳�

•  車載��器

•  車用套�（��車用托架與底座）

•  安�光碟

•  使用�冊

•  快速使用指南

•  保固卡

注意�

若上述任何��有任何損壞或遺漏，請立即與您的�經銷商連絡。

產品包裝內容

警告��

1.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的���，請使用�������，����安� S��� 卡與�����的����安�或����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的���，請使用�������，����安� S��� 卡與�����的����安�或����。。

�. 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。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。

3. 本��如果更換不正確會有爆炸的���，請依�製造�商的�說明書處理使用過�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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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置�成部份功�敘述

No. 物件名稱 功能敘述

1 �源按鍵 按�本鍵�開啟或關閉本�置的�背光功�。若�按住
本鍵約三秒鐘便會開啟或關閉本�置的��源。

� 三向滾輪鍵 上�滾動鍵用�選擇上��條列選項，按�滾輪鍵用
�選取或進入此項功�。

3 ok 鍵 按�此鍵�確�某�指令，或關閉/離開某個應用程�。

4 功�指示燈 亮紅燈代表話�正在���；

亮綠燈代表話�已完全�飽�。

閃藍燈代表已開啟藍芽功�；

閃紅燈代表有事�提示；

閃綠燈代表 GS�� 網路已被偵測。

� 話�聽筒 當通話時，請將此聽筒靠近耳朵�聽取��者的�聲音。

�� 觸控�螢幕 此 �.�� 英吋、����3�� 色、�40 x 3�0-像素的� TFT 顯示
螢幕�讓您進�書寫、繪圖，或�使用觸控筆進�選
單�選項的�選擇。

7 左功�鍵 執�位於按鍵上方的�對應功�。

8 開始鍵 按�此鍵�開啟「開始」功�表。

9 智慧聲控/錄音功�鍵 按�本鍵�開啟「智慧聲控」功�；長按此鍵則會啟動
記事錄音功�。

10 右功�鍵 執�位於按鍵上方的�對應功�。

11 撥號/通話鍵 按�本鍵�接聽��或�撥打�話。

1� 結束通話鍵 按�本鍵�終止通話或 G�RS 連線。

13 模�切換鍵 本按鍵�讓您變更�置執��的�應用程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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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置�成部份功�敘述

No. 物件名稱 功能敘述

14 數字按鍵 本按鍵�輸入欲撥打的��話號碼或進�快速撥號。

1� 清�鍵 按�此鍵�清�光標左側的�字符。

1�� 話�收音端 當進�通話時，請將嘴巴靠近此收音孔讓通話��更
加清晰。

17 G�S 天線連接埠 您��連接外接 G�S 天線�取得更好的�訊號接收效果。

18 內建揚聲器 此內建揚聲器�讓您收聽音樂或�聆聽��。

19 數位相�鏡頭 此兩百萬像素�數位相�鏡頭�用於拍�或錄影。

�0 ��槽外蓋 開啟此外蓋便�將��安�到��槽�。

�1 鎖定開關 將本開關推至 Hold 端便�將所有按鍵與觸控螢幕的�功
�關閉。

�� 相�功�鍵 長按本鍵�執�相�功�。在相�模���按�本鍵
進�拍�。在影像模��，則按�本鍵便會開始進�
影像的�錄製。

�3 重置按鍵 使用觸控筆的�尖端�壓�重置按鍵�進�您�置的�軟
體重置動作。

�4 ��icro-SD 卡插槽 �讓您插入 ��icro-SD 記憶卡.

�� 觸控筆 您�使用此觸控筆在 LCD 螢幕上輸入資料�操作應
用程�。

��� 耳�插孔 您�將耳�插入此插孔�。

�7 miniUSB 系統連接插座 您�使用本插座�連接 USB 連接線與 AC �源供應器，
�進�資料的�同步或��置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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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在您開始使用本�置前，您需要將 S��� 卡與已�飽�的����入本�置�。在 S��� 卡���有您
的��動�話號碼、系統註冊資訊、�話簿與其他的�記憶空間。

1. 向�推開��槽外蓋便��到��槽與 S��� 卡插槽。向�推開��槽外蓋便��到��槽與 S��� 卡插槽。 卡插槽。卡插槽。

�. 將 S��� 卡的���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將 S��� 卡的���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 S��� 卡的���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卡的���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 S��� 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卡��對�� S��� 卡插槽上對應的�方向，接����將 S��� 卡推
入 S��� 卡插槽�。

3. 接�將��的���接�對���置插槽上的�對應端，����的�方�將��推入��槽後，將��接�將��的���接�對���置插槽上的�對應端，����的�方�將��推入��槽後，將��
向�按入��槽�。

4. 將��槽外蓋重����位。將��槽外蓋重����位。

為��充�
由於�����內�的����未�飽�。因此當您剛�好��，請務必依��列步驟���進�
��動作�

透過 AC �源供應器進行充�

1. 將 AC �源供應器的� USB 接頭端連接到�
置底部的� miniUSB 連接孔上。

�. 接�將 AC �源供應器的�變壓器端插入室內
插座，便���置進���。

開始使用前的�準備

重要��

請使用��核����。

注意��

1. 當��已完全沒�時，請至少��約二十分
鐘後方�再度開�。

�. 當��槽外蓋被��時，話�會��關閉�
源���資料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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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 ���� ���進行充� ���� ���進行充����進行充�

1. 將 USB 連接線的�小頭端連接至�置底部的�
miniUSB 連接孔。

�. 接�將 USB 連接線的�另�端連接到桌上型�
腦或�筆記型�腦的� USB 連接埠，便�進�
��。

注意� 
若��置上的�紅色指示燈亮起螢幕顯示��圖示，便表
示本�置正在進���。�保護您的��腦，本�置只會
��腦抽取有限�量，欲完全�飽�請透過 AC �源供
應器進���。

檢查��的��量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檢查��的��力

點選 Today 主畫��的���圖示。

或�

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系統 標籤頁 > 電源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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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day 主畫面

Today 主畫�上顯示有許多有用的�資訊。此外，您也��依��己需要設定 Today 主畫��顯示
所有您需要的�重要資訊。

• 若要顯示 Today 主畫�，請點選 開始 > Today。

• 若要�定 Today 主畫�，請點選若要�定 Today 主畫�，請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 > Today > 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 > Today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 > Today > ��� 標籤頁 > Today��� 標籤頁 > Today 標籤頁 > Today標籤頁 > Today > Today。

�圖�預設狀況�，您��在 Today 主畫�所�到的�資訊�

點選�開啟 開始 功�表 功�表功�表

顯示日期與時間。點選本處��
設定時間與鬧鐘等項目

顯示目前的�藍芽與系統業者名稱
（名稱依�信系統業者不同而有

差異）

點選�設定使用者資訊

點選�開啟訊息

點選�設定工作

點選�設定操作模�

點選�讀取或設定約會

點選�開啟���選單

顯示��狀態

點選�調整音量

顯示訊號狀態（�由此開啟或
關閉�話模�）

點選�檢視連線狀態

點選�變更螢幕顯示方向

點選�顯示記憶體、��與其
他系統資訊。

點選�開啟連絡人清單

點選�設定�話過濾功�

顯示藍芽功��開啟或關閉

狀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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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華碩小幫手
���小幫�圖示位在 Today 頁�的��方，��讓您快速�解�設定 ����� 的�硬體狀態，這些狀態
�括��、記憶體等選項。或�您�透過點選 開始 > 設定 >系統 > 華碩小幫手 �選擇您欲顯示
於「���小幫�」列表�的��置狀態有哪些。

���小幫�畫�

顯示 USB 運作模�

顯示螢幕的�亮度

顯示��的��力

顯示應用程�使用記憶體程度

顯示記憶體使用程度

點選�設定顯示項目與方�

注意�

若您的��置安�� ��icro SD 卡，則���小幫�顯示項目�會增加 ��icro SD 卡的�記憶體使用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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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啟裝置的��源
在您首次開啟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�前，請先確�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已經進�完全的���動作。接�請依��列步
驟�開啟您的��置�源�

1. 按�位於�置上方的��源鍵。按�位於�置上方的��源鍵。

�. 接�依�螢幕上的�指示進�螢幕�正與設定時�的�動作。接�依�螢幕上的�指示進�螢幕�正與設定時�的�動作。

�源按鍵

設定所在�時�螢幕�正畫�

使用觸控筆
觸控筆��外型像筆的�輔助輸入�置，位於您 ����� �身�部的�右後方，使用時請將其抽出即�。

• 您�使用觸控筆在 ����� 的�觸控螢幕上進�書寫、繪圖、點選，或拖曳選項的�動作。

• 使用觸控筆單點選項�加�選擇。

• 使用觸控筆點按住選項�檢視該選項的�子選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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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��透過��幾種方�在 ����� �輸入各類資訊�

• ��鍵�� 請先點選螢幕正�方�����鍵��，接�請�觸控筆點選��鍵��進��字��鍵�� 請先點選螢幕正�方�����鍵��，接�請�觸控筆點選��鍵��進��字 請先點選螢幕正�方�����鍵��，接�請�觸控筆點選��鍵��進��字請先點選螢幕正�方�����鍵��，接�請�觸控筆點選��鍵��進��字 
 或數字的�輸入。

• 書寫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書寫。書寫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書寫。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書寫。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書寫。

• 繪圖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繪圖。繪圖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繪圖。 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繪圖。使用觸控筆在螢幕上進�繪圖。

書寫 繪圖��鍵��

輸入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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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錄音   點選錄音工作列上的�錄音鍵進�語音的�錄製。

• 使用智慧聲控功�  按�位於�身正�的�智慧聲控鍵，�輸入語音指令。請確�您的� 
   發音清楚且音量適�。

錄音 智慧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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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打�話

在話�模��，請依��列步驟�撥打�話�

1. 輸入您�要撥打的��話號碼，接�請按通話鍵。輸入您�要撥打的��話號碼，接�請按通話鍵。

�. 當�話接通後，便�進�語音通話。當�話接通後，便�進�語音通話。

3. 當通話完�後，請點選結束通話鍵�終止通話。當通話完�後，請點選結束通話鍵�終止通話。

當您按�話�的�通話／撥打鍵後，便會進入如�圖所示的�話�模�。

通話鍵

請按�通話鍵進入
話�模�

結束通話鍵

注意� 
����� 具備 Smart Dial 功�，您��在 Today 畫��，直接按數字鍵（如 � 代表 abc 與 ㄍㄐㄞ），����� 會�動幫您從連絡
人�尋找適當的�配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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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送訊息
當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已建立網路連線的�情況�，您�使用 ����� �收發�子��、S��S，與 ����S �訊。 ����� �收發�子��、S��S，與 ����S �訊。�收發�子��、S��S，與 ����S �訊。S��S，與 ����S �訊。，與 ����S �訊。 ����S �訊。�訊。
請依���步驟的����編寫�傳送訊息。

編寫�傳送訊息

1. 點選點選 開始 接�選擇接�選擇 訊息中心。

�. 選擇訊息類型，進入對應的�收��。選擇訊息類型，進入對應的�收��。

3. 點選點選 功能表 > 新增。

4. 輸入�子����或�更多收�者的��話號碼，��分號將這些號碼分�開。若要顯示連絡人輸入�子����或�更多收�者的��話號碼，��分號將這些號碼分�開。若要顯示連絡人 
   清單，則請點選 收件者。

�. 輸入您的�訊息內�。輸入您的�訊息內�。

常用選項� 
     • 若要�增更多收�者，請點選若要�增更多收�者，請點選 功能表 > 新增收件者 > 新增收件者新增收件者。 
     • 若要�增常用訊息，您�點選若要�增常用訊息，您�點選 功能表 > 我的文字，接�選擇您所需要的�訊息。 
     • 若要檢查名稱，請點選若要檢查名稱，請點選 功能表 > 檢查名稱。 
     • 若要檢查�字，請點選若要檢查�字，請點選 功能表 > 拼字檢查。 
     • 若要��訊息���，請點選若要��訊息���，請點選 功能表 > 儲存至草稿。 
     • 若要取�訊息，請點選若要取�訊息，請點選 功能表 > 取消訊息。

��. 點選 傳送 將訊息發送出�。點選 傳送 將訊息發送出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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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�子郵件信箱
若您要透過�子���傳送訊息，首先必須先�設定您的��子��帳號。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設定您的��子��帳號�

1. 點選點選 開始 接�選擇接�選擇 訊息中心。

�. 在 選取帳號 視窗�，選擇 新增電子郵件帳號 點選可設定新帳號。

3. 輸入您所使用的��子����，�按 下一步。接�請依�螢幕指示輸入�子��提供者、外
寄、內送的��子��伺服器位�與您的��子��帳號與密碼等資訊，�點選 完成 即�。 

使用 Windows Live 功能
您�利用 ����� 內建的� Windows Live 功��登入 Windows Live，瀏覽��或�與朋友傳送即時訊
息。請依��列步驟�使用 Windows Live 功��

1. 點選 開始 > 程式集 > Windows Live 圖示�執
� Windows Live 功�。

�. 在 Windows Live 畫�，點選 登入 Windows 
Live。

3. 依�螢幕提示，輸入您用�登入 Windows Live 帳
號的��子����與密碼，�點選 下一步。

4. 接��，請依�螢幕的�指示�選擇��需要在 
Today 畫�顯示 Windows Live，�選取�置要
同步的�內�。

�. 系統會�動�您同步選定的�項目，同步完成後，
點選 完成。

您也��用 Windows Live 頁�上方的� Windows 
Search 功�在網際網路上查找資訊。

注意�

•若您要使用 Windows Live，您必須擁有��微軟 Windows Live 使用帳號，關於申請此帳號的�訊息與相關註冊說明，請�考 
http�//www.support.live.com。

•當您的� Windows Live 登入時，則 G�RS 會�動進�連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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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您的� ���� 進行�� ���� 進行��進行��
首先請使用�����的�軟體光碟�安� ��icroso�t ActiveSync ��icroso�t ActiveSync™ 同步軟體到您的��腦�。同步軟體到您的��腦�。
Activesync™ ��套��同步您 ����� 資料到安�有視窗作業系統�筆記型或桌上型�腦的�資料同��套��同步您 ����� 資料到安�有視窗作業系統�筆記型或桌上型�腦的�資料同 ����� 資料到安�有視窗作業系統�筆記型或桌上型�腦的�資料同資料到安�有視窗作業系統�筆記型或桌上型�腦的�資料同
步軟體。在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�置端已經預先安�好 ActiveSync ActiveSync™ 資料同步軟體。資料同步軟體。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�您的� ����� 進�資料同步� ����� 進�資料同步�進�資料同步�

1. 在您安� ActiveSync 到您的��腦後，請將�����的� USB 連接線的�小頭端連接到 ����� 底部
的� miniUSB 連接孔上。

�. 接�將 USB 連接線的�另�端連接到您�腦的� USB 連接埠。

3. 連接完�後，您的��置便會�動同步 ����� 與�腦的�資料。

注意 

當進�同步作業時，�置內的���也會透過 USB 連接埠進���。

連線狀態

點選�開始或停止
連線與同步

同步資訊

點選�開啟關於同步作業的�相關
設定與功�選單

連線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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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� Exchange �erver ��（�ush E-mail）
您��使用本功�透過 G�RS 等連線方�上網，�同步 Exchange Server 上的�信�，讓您隨時掌握
重要訊息。

請依��列步驟設定 �ush ��ail 功��

1. 請先確�您所使用的��號已開通 G�RS 連線上網服務。請先確�您所使用的��號已開通 G�RS 連線上網服務。 G�RS 連線上網服務。連線上網服務。

�. 點選點選 開始 > 程式集 > ���ive�yn� > 程式集 > ���ive�yn�程式集 > ���ive�yn� > ���ive�yn�。

3. 在 ActiveSync 設定畫��，請點選右��的�功�表，�選擇在 ActiveSync 設定畫��，請點選右��的�功�表，�選擇 ActiveSync 設定畫��，請點選右��的�功�表，�選擇設定畫��，請點選右��的�功�表，�選擇 新增伺服器來源。

4. 請向您欲連接� Exchange Server 的� ���S 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請向您欲連接� Exchange Server 的� ���S 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 Exchange Server 的� ���S 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的� ���S 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 ���S 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人�取得伺服器位置�輸入在伺服器位��位，若
此伺服器�需要加密的�(SSL)連線，則請勾選左側的�對話框，輸入完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。

�. 接�請輸入您連接 Exchange Server 所使用的�帳號、密碼與網�。若要�動同步，請勾選�接�請輸入您連接 Exchange Server 所使用的�帳號、密碼與網�。若要�動同步，請勾選�
�密碼，完成後請點選 下一步。

��. 最後請勾選您所要同步的�項目，接�點選 完成 即�。

7. 設定後，您便��選項��到 Exchange Server 與 Windows �C。使用者另�利用排程功��
設定何時�動進�同步。

1. 選擇�增伺服器�源 �. 輸入伺服器位�與選擇
加密與�

3. 輸入使用者名稱、密碼
與網�

4. 選擇您所要同步的�項目

注意� 
同步項目在 �C 與 Server 間只�擇�進�同步。 Server 間只�擇�進�同步。間只�擇�進�同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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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化您的�裝置
您��依據喜好的�設定��定使用環境的�外觀與風格。

輸入使用者資訊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輸入使用者資訊�

1. 點選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��� > 設定 > ���設定 > ��� > ������ 標籤頁。

�. 點選點選 我的資訊 圖示。

3. 輸入您的�各項使用者資訊。輸入您的�各項使用者資訊。

4. 輸入完成後，請點選輸入完成後，請點選 ok �出。�出。

自定開始選單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�定開始選單�

1. 點選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。

�. 點選點選 功能表 圖示。

3. 勾選您�要顯示在選單上的�選項。勾選您�要顯示在選單上的�選項。

4. 當輸入完成後，請點選當輸入完成後，請點選 ok �出。�出。

請在各�位�輸入您的�
個人資訊

請勾選您所要顯示在開
始功�列�選項左側的�
對話框

注意�

您最多��選擇 7 個功�表圖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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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鈴聲類型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設定話�鈴聲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。

�. 點選 電話 圖示。

3. 在�話設定視窗�，在��鈴聲�拉選單
�，選擇您所偏好的�鈴聲。

4. 當輸入完成後，請點選 ok �出。

設定 Today ���� Today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�定 Today 主題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Today。

�. 在 外觀 標籤頁�，請選取您�置所要設定
的�主題。

3. 若您�用�定圖片�當作桌布，請勾選 使
用此圖片作為背景 �對話框。

4. 用�拉選單選取圖片所在的�資料夾與類型，
接�點選要設�背景的�圖片即�。

�. 按� ok 鍵離開設定即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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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操作模式（標準、會議、靜音、自
動）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設定操作模�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��� 標籤頁，接�點選 操
作模式 圖示。或�您也��直接點選 Today 
主畫�上的� 操作模式 �位。

�. 依序調整各項操作模�與系統音量、響鈴音
量，此外也��點選 聲音與通知 連結�進
�設定。

設定時間�日期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設定時間與日期�

1. 點選 Today 主畫��的�  圖示。

�. 請選擇正確的�時��設定正確的�時間和日期。

注意�

當進�同步作業時，您個人�腦上的�時間與日期
會�動更�至您的�話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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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�R� ��設定

使用 網路設定 設定 G�R� ��

請依��列步驟使用網路設定功��設定 G�RS 連線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連線 標籤頁，接� 網路設定 圖示。

�. 請使用�拉選單選擇您所使用的�系統業者名稱�勾選您所使用的��信服務業者。

3. 選擇完�後，請點選 ok �出選單即�。

1. 在連線設定頁�，點選 網路
設定 圖示。

�. 使用�拉選單，選擇您的�系
統業者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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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動新增 G�R� ��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��動方�設定 G�RS 連線�

1. 在 Today 主畫��，請點選畫�上方狀態列的�  圖示，�點選跳出�選單�的� 設定 選項。

�.  在設定視窗�，請選擇 連線 標籤頁�點選 連線 圖示。

3.  在連線畫��，請點選 新增數據機連線 選項。接�請輸入連線名稱，�在選取數據��位�，
��拉�選單選擇 行動電話通訊線路（GPR�）。

4. 輸入�取點名稱，�點選 下一步。然後在接��的�畫��，請依序輸入您的�使用者名稱、密碼、
網�，輸入完�後請點選 完成。

注意�

G�RS 與 USB 連線無法同時�在, 請�同時使用 G�RS 與 USB 連線。

手動編輯 G�R� ��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��動方�進� G�RS 連線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連線 標籤頁，接�請點選 連線 圖示。

�.  在連線畫��，請點選 管理現有的連線。

3.  �觸控筆點住��既有的�連線�從�拉�選單�選擇 連線。若你要刪�該�連線設定，則請在
跳出�選單�選擇 刪除 即�。

4. 當連線建立後，請點選  �出。

�. 若您將 G�RS 連線設定�預設連線，則當您執�需要 �nternet 連線的�程�時，便會�動進�G�RS的�
連線。

• 執�任何需要 �nternet 連線的�程�（例如 �nternet Explorer），則�置便會�動透過您預設的�
G�RS 連線設定進�連線，�顯示連線狀態。

• 當連線建立後，預設的�連線網站便會顯示，您也��在網�列輸入其他網��瀏覽其他網際
網路的�網站內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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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 ���� 的� ��luetooth 藍芽功能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啟用 ����� 的� Bluetooth 藍芽功��

1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連線 標籤頁，接�點選 無線裝置管理員 圖示。

�. 點選畫�上的� 藍芽。接�藍芽狀態便會顯示�開。

您也��直接點選 Today 主畫�第二�的� 無線裝置管理員 圖示�開啟此���。

藍芽功能設定

建立藍芽合作關係

您��在您的��置與其他具有藍芽功���置�間建立合作關係。

請依��列步驟�建立藍芽合作關係�

1. 確定兩個�置已經開啟，已顯示�且在近距
離內。

�. 點選 開始 > 設定 > 連線 標籤頁，�點選 藍
芽 小圖示。

3. 在 藍芽 頁�，點選 裝置 標籤頁，接�點
選 新增新裝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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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����� 會搜尋其他具有藍芽功�的��置，�將
它們顯示在清單�。

�. 請點選您所要連線的�藍芽�置的�名稱，接�
點選 下一步。

��. 若要使用密碼（建議使用�增強安全性），
請在 密碼 �輸入 1 到 1�� 個字元�間的�英數
字元密碼，接�點選 下一步。�則，請將密
碼留白，�點選 下一步。

7. 在其他�置輸入相同的�密碼。

8. 若要賦予合作關係更有意義的�名稱，請在 顯
示名稱 內變更�置的�名稱。

9. 設定�置要使用的�服務類型，�點選 完成，
即�完成藍芽�置的�配對連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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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依���所提供�資訊�取得關於您 ����� 的�相關資訊。 ����� 的�相關資訊。的�相關資訊。

操作說明 ����� 使用�冊 ����� 使用�冊使用�冊 
線上說明 Windows Windows® �ocket �C 說明 （內建於�置�）說明 （內建於�置�） （內建於�置�）（內建於�置�） 
 ActiveSync® 說明 （安�於您的� �C �）說明 （安�於您的� �C �） （安�於您的� �C �）（安�於您的� �C �）

網站與技術支援

技術支援�話 �88��-�-�894-3447 ext. 71�� �88��-�-�894-3447 ext. 71�� 
技術支援傳真�話 �88��-�-�890-7��98 �88��-�-�890-7��98 
技術支援 E-mail tsd�asus.com.tw E-mail tsd�asus.com.tw 
官方網站 tw.asus.com tw.asus.com 
軟體�載 download.asus.com.tw 
�ocket �C 網站 www.microso�t.com/mobile/pocketpc

�絡資訊


